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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Today’s Discussion

2. 支原体防控经验
Mycoplasma Control

3. 沙门氏菌防控经验
Salmonella Control

1. 科宝生物安全体系
Our Biosecur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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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因更加的复杂，往往是多种因
素导致

2. 表现多为非典型，综合病症

3. 治疗费时费力，且效果不好，有
时候无从下手

4. 经济性决定疾病的重要程度，以
及管理手段

现代鸡病的特点



1. 多焦点多途径寻找问题的起因，原因可能
不在鸡舍

2. 多管齐下，多手段实施干预

3. 跨部门合作，依靠团队的力量

4. 预防以及治疗时，考虑经济性，投入<汇
报

5. 如何实现NAE和ABF将成为主流

6. 主动应对，而不是被动接受

现代思维



1. 肠炎型沙门氏菌

2. MS

3. MG

4. 实现减抗甚至无抗养殖

未来鸡群健康管理重点



1. 确保鸡群健康的先决条件是
什么？

2. 什么是隔离和交通管制？如
何实现？

3. 什么是清洁？如何实现清洁？

4. 什么是消毒？如何实现消毒？

开胃小复习



复习：生物安全三要素

✓ 隔离和交通管制

最有效的生物安全形式

防止污染

✓ 清洗

下一个最有效的步骤-清除所有污垢

去除大部分（80%）污染

✓ 消毒

最不可靠的步骤-取决于清洁的质量

可能杀死任何残留的污染



复习：生物安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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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控制关键点

完善
方案

鸡群
健康

现场
实施

1. 生物安全责任

2. 培训

3. 分离线（LOS）

4. 周边缓冲区（PBA）

5. 人员

6. 野鸟、啮齿动物和昆虫

7. 设备和车辆

8. 死淘处理

9. 粪便和垃圾管理

10.引入家禽

11.供水

12.饲料和替代垃圾

13.异常发病率和死亡率处理

14.现场检查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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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员工入职一年的经历

1. 入职前家访：家中养鸡不录用

2. 入职第一天：首日生物安全签字

3. 进场前7天不得接触任何禽类

4. 进场第一天：培训，实操，监督

5. 月度生物安全培训

6. 年度生物安全培训

7. 伙伴系统



积极沟通可有效提升员工参与度
Communications Create Engagement

培训在先
重在理解

亲身指导
现场检查
立即纠正

全体讨论
集思广益

信任交流
始终如一
形成文化



支原体 Mycoplasma





人是关键

1. 空气传播不是主要途径，MS
传播比MG更快

2. 大部分72小时内即死亡

3. 主要是人把支原体带入鸡舍：

•入场的鸡（最危险）

•入场的人（接触场外的鸡？）

•入场的物与车

•场内的鸟

•给鸡用的疫苗



种源的重要性

1. 种鸡感染 = 雏鸡感染 = 种鸡感染

2. 大部分是因为人把被感染的鸡进入
农场

3. 关节没问题，也可能有MS

4. 国内大部分鸡场都有野毒存在

支原体哪里最多？都在鸡身上！
不是你公司的鸡，都是风险源。
科宝禁止员工接触非科宝禽类。



Vaccination免疫

1. 灭活苗作用十分有限，灭活苗产生高血清抗
体水平并不保护不被感染

2. 活疫苗免疫一次，终身陪伴（有例外）

•好处：本次代患病风险会降低。抗体可保护下一
代早期。疫苗株不垂直传播。

•坏处：免了依旧中病；种鸡用药受限；呼吸道黏
膜变薄。

•免疫后测不到抗体不一定是免疫失败



Diagnosis诊断

1. 血清学 （抗体水平不等于感染水平）

• 平板凝集：操作简单，但需要抗原，假阳性
非常多

• Elisa：很常用，假阳性相对少，不用于真正
意义的诊断

• HI：可准确核实Elisa和平板凝集中的阳性，
操作麻烦需抗原

• 1日龄雏鸡检测抗体无意义

2. 分子学（PCR等）

• 越来越常用，比血清学准确，小心交叉污染，
可以分出野毒还是疫苗

3. 分离病原：有一定难度，适合研究机构



Monitoring监测

1. 每3周监测一次? 

• Elisa: 20个血样/8000只/舍

• PCR: 1个拭子2只鸡/25个拭子/5个拭子1个
孔/8000只/舍

• 3周等于21天 = 孵化一只鸡的时间 = 预防
把阳性鸡孵出来

2. 幼年的鸡（7周前）抗体转化不好，但
是如果处于高风险，7周前也需要监测



Current Strategies目前的策略

1. Kill Positives to be Free of 
Mycoplasma 淘汰阳性完全净化

2. Antibiotics 药物

3. Killed Vaccines 灭活疫苗

4. Live Vaccines 活疫苗



Conclusions 总结

1. 根据你目前的实际情况，以及你的目标来制定策略

2. 目前你是？

•严重感染-如何降低感染水平 （药物？）

•部分感染-如何避免扩散（疫苗？）

•零星感染-如何保护未感染鸡群？

•尚无感染-如何防止感染？

3. 肉鸡场目前最好的方法：不断降低发病率，不断降低
整个群体中个体感染的数量，不断减少野毒的种类。



沙门氏菌 Salmonella



Types of Infection感染类型

1. 消化道增殖+几乎不导致全身感染（目
前最多的类型）

•例如：哈达尔沙门，婴儿沙门，肯塔基沙门

2. 消化道增殖+短暂全身感染+偶尔垂直
传播

•例如：鼠伤寒沙门，肠炎沙门

3. 全身感染+消化道不能增殖+垂直传播

•例如：白痢，伤寒

感染类型不同，来源也不同，检测不同，控制方法也不同。



Our Goals 我们的目标

我们目标始终不变 → 鸡群100%无任何沙门氏菌

目前科宝中国所有农场未测出任何沙门

1. 我们面对的是 >2500种以上的沙门

2. 新的检测方法可以检测出更多种类

3. 一些不好的沙门，发现的话直接淘汰鸡群

• SP，SG，SE，

4. 其他沙门会严格进行监测并加以控制



Interventions 干预措施

1. 免疫：活苗，自家灭活苗，商品灭
活苗

2. 肠道菌群竞争&益生菌

3. 消减措施：垫料及地面处理等

4. 挽救方案：将鸡转至干净鸡舍，同
时药物治疗+严密监测（失败风险）

但这些措施都是“创可
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What Learned
我们的经验

1. 豆粕玉米基本阳性

2. 我们每次都在稻壳中测到阳性

3. 老鼠是重要的传播源

4. 鸡喜欢吃黑甲虫，黑甲虫很可能
带菌

5. 发生过阳性的鸡舍，很难清除干
净，下一批可能还中

6. 员工自身体内可能携带沙门

7. 孵化场是监测的重中之重



沙门的控制要点
1. 生物安全：至高无上，但须切合实际，且得到支持和认可。

2. 干净的种源：垂直传播的沙门，一般都是最坏的那种

3. 持续不断的监测：正确的方法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

4. 健康鸡群感染的概率大大降低（尤其是肠道）

5. 高风险环节，严格对待

• 饲料（从原料到吃到料），垫料（如何减少），饮水（PH，活性氯）

• 粪污的处理（感染的鸡群的粪便有大量沙门）

• 鼠害的控制 （鼠伤寒等沙门）

• 虫害的控制（很多昆虫都携带沙门）

• 空舍期和鸡舍清洗消毒 （最容易疏忽的环节）



如何避免由饲料带来的疾病感染？
饲料放行制度



如何避免由饲料带来的疾病感染？

饲料的沙门氏菌控制策略

不使用动物性蛋白原料

调制时间及调制温度

添加沙门氏菌抑制剂

专用筒仓及出料口防止交叉污染





吸入原料 过筛除尘 热处理

液压打包 混合

密封保存原料



如何避免由垫料带来的疾病感染？

过筛后添加甲醛
每袋100 g (25kg)

混合机前端温度130℃ 混合机末端温度70℃

混合时间 8-10 分钟

垫料加热处理



如何避免由垫料带来的疾病感染？

• 处理后的垫料需要打包，完全密封无破损；

• 运输车辆需完全密封，袋装垫料不可暴露在外部；

• 农场接收垫料时，需对垫料包外部进行喷雾消毒；

• 对成品垫料进行采样检测沙门氏菌；

• 在转入鸡舍前需在农场仓库内静置三天。

成品垫料的质量控制：





无论是沙门还是支原体
从金字塔上层做起，收益最高，操作性最强！





感谢您的支持
THANK YOU 


